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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级联论坛

奋发向上，放飞梦想
疫情下如何逆流而上？
报道 | 周可欣（高一文商礼）
7月27日（星期二）下午2时，高一级联自治会于线上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级联论坛，主题为“奋发向上，放
飞梦想——疫情下如何逆流而上”。主持人为来自高一理忠的蔡佩颖、吕缋诗以及高一理孝的江宇民。
高一级联代表邱谊东老师提到，人在婴儿时期时学走路，再到小学时期背诵乘法表，每一个当下都会遇到
很多的困难，而大家都是在经历了各种挑战后，才得以走到现在。他劝勉道，比起坐等收获，同学们应该要付
出实际行动，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要让想法局限于“想”而已。
当天各班代表轮流针对论坛主题进行分享。首先，高一理忠以呈现影片方式呈现，内容提到，自律是根
据自我意识做出的行为，不屈服于自身感受，并讲解了培养自律的四个方法：第一是自身问责制，做好每日计
划，且途中不为自己的找借口怠惰；第二为伙伴问责制，选择一位很好的朋友互相监督彼此，一起进步；第三
是小组问责制，加入或者创建一个拥有短期或长期目标的小组，共同努力实现目标。最后则是领导问责制，即
自愿担任一个领导的身份，承担一些责任或压力以确保自己的自律性。

接着，高一理孝的代表叶禹庆及钟籽卫以刘蓉的《习惯说》作为例子，“
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意思是君子做学问，最重要的是在开始时，就谨慎
地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说道：“习惯是一点一滴的形成，因此带来的改变也不
是一朝一夕就发生，但是影响却可能是一生一世。”
| 叶禹庆（高一理孝）

“人的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往往不是顺境，而是逆境。人只有在一次次
的困难中接受挑战，才有可能成为更优秀的人。”高一理仁的马凱权及李咏欣
说道。他们表示想要改变自己，可以先从四个方面开始——健康、学习、自我
管理、未来计划。在健康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作息、定时运动以及均衡饮
食；学习时应该要化压力为动力，积极面对挑战并培养自律能力；好的时间管
理应该是先完成必要的事务及功课，再适当分配自己娱乐时间；清楚了解自己
的志愿后，设定未来计划，定下自己预期的收获。

| 钟籽卫（高一理孝）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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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凱权（高一理仁）

| 李咏欣（高一理仁）

| 吴菀馨（高一理爱）

| 郑凯阳（高一理爱）

（文接上页）
高一理爱的吴菀馨与郑凯阳以相声的形式呈现题为《槃与生之生活》的表演，由吴菀馨饰演小槃，而郑凯
阳饰演小生。相声讲述到小槃每天都会准时做完功课，学习状态良好，唯独在课外活动的方面不够积极。而小
生却与小槃恰恰相反，他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及讲座，但也因为这个缘故，时常来不及做完功课。因
此，他们就开启了两个人的互补计划，小槃每天都会监督小生做作业，而小生参加各种团康活动时也会邀请小
槃一起。数个月后，他们不管是在学业还是课外活动上的表现都非常优秀，带出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理念。
来自高一理信的萧乙恒则讲解了目标及梦想的区别。他表示，梦想是以自己现有的能力，即使很努力和有
很好的规划，也很难实现的一种想法；目标则是通过后天的努力以及设定计划，可以实现的想法。他说，有了
坚定的目标后，必须加上极高的自律，还有良好的心态，就可以实现目标，这三项是缺一不可的。
高一理义的殷铈傆和许玮倪提到，人的成功并不会受到自身先天条件的束缚，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
人生抱有理想。她们鼓励同学们善用PDCA循环式品质管理，也就是Plan（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
、Action（行动）。同时也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目标定得再完美，它始终是一个
还未实现的目标。因此，当设定好目标后，便要展开行动，奋发前进。

| 萧乙恒（高一理信）

| 殷铈傆（高一理义）

| 许玮倪（高一理义）

来自高一文商和的张紫樱及郑立婷表示要在疫情下逆流而上，必须确保四
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第一，时间管理方面，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让自己做
到真正的自律。第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他人认识更好的自己。她们提
| 张紫樱（高一文商和）

到线上学习或许会面临结交不到新朋友的问题，因此她们表示在做课业报告的
时候与不同的人组队合作，是认识新朋友最快的方法。第三，积极参与课外活
动，她们建议同学们可以通过网络自学或增强一些技能，例如：外语、绘画、
园艺等等。同时也可以参加线上的讲座或分享会，聆听他人的经验分享，或与
志同道合的人进行交流。最后则是明确学习目标与方向，她们说道：“学习不
是唯一的出路，但却是最多出口的一条路。”

| 郑立婷（高一文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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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声杰（高一文商平）

| 谢馨莹（高一文商平）

| 洪春燕（高一文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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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可欣（高一文商礼）

“自律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一种习惯”，高一文商平的代表谢声杰以及谢馨莹说道。他们建议，同学们可
以从谷歌日历打印时间表。首先，可以先在表上填写固定的日期或时间安排，例如：上课、学会活动、讲座活
动等。过后便把生存所需的活动填写进去，例如：吃饭、洗澡。紧接着再填写学习时间以及想培养的习惯或者
爱好，他们提及一个重点：“兴趣不是空闲才开始培养的，而是在日常生活就要抽空培养兴趣。”而剩下的时
间可适当安排娱乐及休闲活动，以充实生活。
高一文商礼的洪春燕及周可欣建议，同学们可以使用5W2H的方法练习自律。其中的5W就包括Who（谁），首
先要具有清晰的自我认知，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What（什么）和Why（为什么），明确目标，了解自己前往
的方向，保持驱动力；When（什么时候），设定好具体的工作时间，就不会随意松懈；Where（在哪里做），舒
适的环境不仅可以大幅度地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另外的2H为How to do（怎么做）
，可以先从设定一个小目标开始，并进行每日复盘。How

much（做到什么程度），则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最终目

标，便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李俊谚（高一文商廉）

| 张晶莹（高一文商廉）

| 黄敬扬（高一文商智）

| 谢斯芳（高一文商智）

高一文商廉的李俊谚和张晶莹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梦想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
岸。”他们解释道，梦想是“梦”与“想”的结晶，光靠“想”是肯定不能实现的，要有所行动。想要在疫情
地下为梦想努力，可以先从人际方面迈出第一步，同学们可以在线上和朋友一起讨论功课、培养共同兴趣、观
看电影或玩游戏。第二步则从我们最大的财富——健康方面开始下手，健康又分成身体及身心上健康。他们建
议，同学们可以在一周内运动二到三次，并且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以增强体抗力。除此之外，也要常保持正
面的心态，稳定自己的情绪，必要时与家人朋友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也不要忘了充实学习生活及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
“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就能享受别人所不能享受的一
切。”高一文商智的黄敬扬与谢斯芳分享企业家李嘉诚的名言。他们表示，人生其实没有任何给定的意义，但
因为有了梦想，才让世人活得多姿多彩。要实现梦想，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始。第一就是建立常规，改善日常的
生活习惯和作息、腾出时间培养新兴趣、调整个人的心态与情绪。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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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高一文商勇以影片拍摄的方式呈现，主题为《
飞越梦想·重燃》。视频里叙述道高一文商勇由于
之前拍的影片不符合要求，导致该视频无法在级联
论坛中呈现，因此，他们将此次的经验拍成了另外
一条视频，也就是现在所呈现的这条。此外，他们
在影片里表示现阶级的高一学生们应该必备领导能
力，并向能力强的同学学习。同时他们也鼓励同学
们大胆地叙述自己的想法，从实践中获取经验。

采访 | 洪可盈（高一理仁）

抗疫不忘努力奋斗

星。人因梦想而伟大，因为敢梦、敢想，才有了现

江宇民（高一理孝、主持人）

在的我们。此次论坛大家都花了很多时间和经历

论坛题目是级联理事们一同想
出来的，我们的主题是围绕在“奋
发”二字，因为我们想让大家在
任何时候都保持着热忱，哪怕在抗疫期间也不能忘
了要努力奋斗。一开始我们决定的标题是“奋发向

准备，得以让此论坛顺利举行。但论坛时间还是超
过了我们的预计，身为主持人的我不该忽略这些细
节，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过失，如果可以再次当上主
持人的话，我会更加的努力以为大家带来一个更好
的活动，无论他是级联论坛或其他，我都会尽力而为。

上，放飞梦想”。但经过老师们及理事们的讨论，
觉得有些同学在疫情之下渐渐迷失了自我，于是就

点醒同学不再荒废日子

有了“在疫情之下如何逆流而上”这个小标题。

侯佳榆（高一理信）

此次论坛里，很多的班级呈现我都很欣赏，我

我认为学校选择“奋发向上，

认为大家都具有各自的优点及想法，但我对于义班

放飞梦想，在疫情下如何逆流而

的观点有较深的感触。他们说：“一花凋零荒芜不

上”为主题，是为了贴近我们现在

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我想

的生活情况，也借此点醒那些还没有奋斗目标的同

这不就是追梦应该持有的态度吗？因为我们的人生

学们，不再荒废度日。

总不会是一帆风顺，只有经历挫折的洗礼，挺着路
上的伤痛，我们才能看见那雨后的彩虹。总体而
言，我觉得此次论坛无论是各班代表的发言，还是
老师的总结都做的相当好。尤其是同学们的发言，
都相当有水准。有些班级使用影片的方式呈现不仅
提高了同学们的注意力，也活跃了当天的气氛，比
较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在学校举办这次的级联论坛，
无法和大家来个面对面交流。但大家的积极发言却
让这次的级联论坛从满了活力。
此次论坛让我领悟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因梦想而
有了意义，但我们总觉得自己离梦想是那么地遥
远，感觉自己将迷失在追梦中浩瀚的星际里。但从
同学们满满鼓励的言语中，我也明白了梦想离我们
看是遥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旁，只要我们肯踏
出第一步，坚持不懈，必能看见那夜空中最亮的

我非常喜欢高一理忠的呈现方式，我觉得他们
的视频做得很好，内容也足够丰富新颖，起了一个
很好的带头作用。我认为这次的论坛其实是很有意
义的，毕竟多数人确实没有明确的目标，如果能借
此让同学们意识到拥有目标的重要性，那确实会为
同学们的未来带来很大的帮助。就好比现在的我意
识到了目标的重要性，虽然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目
标，但还是会尽力充实现在的自己，避免未来找到
了目标却没有能力完成。
我认为，此次论坛的时间可以再缩短一些，或者
分两次进行。毕竟时间太长容易让大家感到疲累。

校园动态

明确未来的方向
陈宇轩（高一理信）
我认为，此此主题非常符合我们高一生。离毕业仅剩两年五个月的时间，在
这段期间，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从现在开始制定计划是极其重要的。由于疫情
的关系，从去年起，一波接一波的行动管制令，停课、考试取消等，迫使我们接
受现状，在新常态中接受新的挑战。
我也很喜欢高一理忠的呈现。他们以影片的形式呈现，诙谐有趣，脉络清晰，内容整理完
善，与后面几个班级的风格大不相同。此次论坛进行得很不错，大家都有积极向上的看法，倡导
努力不懈，坚持到底的价值观，途中还分享了许多学习和保持自律的方式。
我觉得，此次论坛的精髓在于，能给予听众力量继续追梦，尽管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生活已
经不堪忍受，但听到满是希望的发言，仍会憧憬未来，保持逆流而上的动力。但是，我个人建议
主题可以多元化，不要每一班都围绕在一个主题呈现，会出现许多重复性的内容。

好好沉淀学习新技能
曾茹忆（高一文商勇）
我认为，是因为高一是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要开始去思考我们未来想要追
求什么，然后开始为之努力。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深受疫情的影响，我们不能
轻易的就被这场疫情所打败，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待在家的时间好好沉淀，学习一
些新技能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
除了我们勇班的影片，我较欣赏的是忠班呈现的影片。他们的影片很有趣，即带出了这次级
联论坛的主题也不失幽默，恰好也是第一组，自然而然就吸引到了我。此次论坛也让我学到了一
些从未听过又有趣的自律小技巧。
唯独当论坛在进行着的时候有一些沉闷，几乎每班都是用幻灯片来呈现。希望以后能看到不
一样的呈现方式，同时也祈祷明年的级联论坛可以以实体的方式在学校进行，让同学们有更多的
机会发挥创意让级联论坛更加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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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级联论坛

寻找责任与自由的平衡点
报道 | 许毓茹（高二文商义）
中国当代作家——阿来说过：“自由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担负自己的责任。”高
二级级联论坛于8月17日（星期二）下午2时通过线上平台ZOOM举行，主题为“责任
与自由”。主持人是来自高二文商勇的林惠雯同学。
高二级联组长刘兼阀老师表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都背负着相对的责任，
在努力的同时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希望在场的师生们都可以通过论坛相互学习，
| 刘兼阀老师

共同成长。
高二级联自治会主席林旻仪同学致辞时表示，责任与自由任一方不能独大，过
重的责任会使人疲惫不堪，过多的自由会使人放纵自我，一无所成，唯有寻求两者
之间的平衡才是通往成功的中庸之道。她希望，同学们可以通过本次的论坛寻找责
任与自由的平衡点。
当天，高二级的各班代表针对主题，分别以访谈、演讲和唱歌等创意十足的呈
现方式进行分享。其中，高二文商智的李玲慧及廖芷琪同学，以演唱本次论坛的主

| 林旻仪同学

题曲《逆风飞翔》为论坛拉开序幕。

| 高二文商智李玲慧及廖芷琪演唱主题曲
《逆风飞翔》。

| 高二理忠呈现一段简单的话剧。

“自身追逐梦想的自由”与“照顾父母的责任”到底哪个更
重要？高二理忠的同学以一段简单的话剧，带出此次论坛的主
题“责任与自由”，向同学们呈现不同层面的责任与自由。
网络语言霸凌、不能自由出行的权力，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
共同的本质，那就是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也就是责任。来自高二
文商义的黄汇斌同学和林瑞晶同学通过演讲方式，向同学们讲解
责任与自由在当今网络及疫情期间的重要性。

| 黄汇斌
（高二文商义）

| 林瑞晶
（高二文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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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听大人严肃地说，成长的责任众多，可年少的我
无知懵懂，一心只想追梦”，高二理爱的同学们通过自创
曲《不期•而遇》，表达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与憧憬。
接着，夏子绚同学代表高二理仁讲解他们班对于自由与
责任的看法。夏同学表示，责任是一种职责和任务，而自由
未必与他人有关。高二理仁班的同学对于“自由与责任”的
关系，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自由是责任的附属品；先
| 高二理爱呈现自创曲《不期•而遇》。

有自由，才有责任；责任与自由是相辅相成的。

来自高二文商和的杨玮杰同学和李洁柔同学通过“相声”表演，以风趣幽默
的方式向同学们呈现了父母与孩子之间对责任与自由的不同理解。
高二理孝的同学们则以《孝园报报看》独家专访的形式分别对2位家长，2位
同学及朱健鸿老师进行观点采访，通过对不同角色的人进行访谈，呈现了他们对
| 夏子绚（高二理仁）

责任与自由的思考。

| 高二文商和杨玮杰同学（左）和李洁柔同
学呈现“相声”表演。

| 高二理孝以《孝园报报看》方式呈现专题
访谈。

当人们感受到自由时，才会自发的想为事情负责任。高二文商礼的杨紫恩同
学通过分享一则小故事，向同学们讲述她对责任与自由的观点。责任是自己的人
生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 杨紫恩（高二文商礼）

“自由不是放纵不羁，而是愿意为生命负责，
哪怕是遇到再大困难，都勇于承担责任。”高二文
商平的同学们以合唱歌曲《风筝》及展示同学们设
计的“我们的未来明信片”，向同学们分享他们对
未来的的期待和对责任与自由的定义。
| 高二文商平的同学们以合唱歌曲《风筝》及展示
同学们设计的“我们的未来明信片”。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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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当你拥有更多的责任感时，才配拥有自由”，来自高二文商勇的黄嘉恩同
学通过演讲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于责任与自由的看法。
接着，由高二文商廉的同学带来的《互廉网》访谈节目。通过访谈的效果听
到来自不同学生对于责任与自由的观点，让同学们更加了解每个人都要承担属于
自己的责任，也深知自由伴随着责任。
在论坛落幕之前，由高二级联自治会主席林旻仪同学公布本次论坛信纸设计

| 黄嘉恩（高二文商勇）

比赛的得奖班级（得奖排名如下表所示）。本次论坛结束之后，学生将会写一
封信给“2022年的自己”，待高三时拆开阅读，以验证自己今年定下的目标与方向是否有达成。而获得冠军
的信纸设计，将做为高二级学生写信用的信纸。最后，由高二理信的同学齐声合唱本次论坛主题曲《逆风飞
翔》，为本年度高二级联论坛画下完美的句号。

| 高二文商廉的同学带来的《互廉网》访谈节目。

信纸设计比赛得奖者：

1 2 3
4 5 6

| 高二理信的同学齐声合唱论坛主题曲
《逆风飞翔》。

| 1. 冠军：黄嘉珈（高二文商智）；2. 亚军：黄寿彤（高二文商平）
3. 季军：黄佳恩（高二文商礼）；4. 优秀奖 ：曾钰晴（高二文商和）
5. 优秀奖 ：林方伟（高二理爱）；6. 优秀奖 ：李子怡（高二理忠）

校园动态

初一级联论坛—— 礼仪
采访报道 | 黄贝嘉（初一爱）、颜怡恩 （初一信）

我校于8月3日（星期二）透过Zoom平台，举办“初一级联论坛”让初一级学生来谈论“礼
仪”这一主题。论坛的主持人由刘芯妍和李薇倪担任。
初一级联组长王怡婷老师提到，若向同学们提问有关礼仪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回答。但她
认为，同学不仅要懂得回答，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去实践，礼仪的表现往往只发生在一瞬间。所
以，平日就要培养好礼仪的习惯，才能在那一瞬间的实践，自在应用。
王老师认为，虽然现在处于居家线上学习的状态，但也不能忘了老师与同学之间的相处之
道，不能忘记礼仪。所以即便是传简讯这样一件小事，也应铭记礼仪的实践。
初一忠的邱婕恩同学，分享集会的礼仪。邱同学提到，站立时，同学们应该要抬头挺胸；坐
时，同学们应该要保持上半身的端正。演讲与颁奖时，同学们都应该好好尊重主讲人与颁奖人，
并给予感谢。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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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接着，仁班的郑湘蒽及邱甲乐同学分享交谈时的礼仪。郑同学与邱同学提到，对他人说话
时，同学们应该要态度诚恳，且说话要有分寸。同学们也应该避免过问他人的隐私，如：年龄、
婚姻、住址、收入、经历和信仰。
和班的23位同学以广播剧的方式，分享转移课室的礼仪，他们告诉同学们在转换课室时，应
该要以快步的方式移动，不要耽误过多的时间。同学们也不应该在移动课室时聊天，而是保持适
当的社交距离。
信班的郑钦骏同学在分享厕所的礼仪时表示，同学们进入厕所前，应该先敲门，以避免侵犯
到他人的隐私。上厕所时，也应该要节约用纸与水，以避免浪费。
孝班的陈俊元以及陈振奕同学讲解了同学之间与实体课的礼仪。两位在呈现时提到，在与
同学交流时，不应该说粗口，且要注意谈话中的信息量。在上课时，更不应该使用手机。实体课
时，插队也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
接着，爱班的方斯慰、杨凯晶、廖恩芯、邱宜正、黄静媛以及吴哲宇同学，以广播剧的方式
来分享食堂的礼仪。内容提到，同学们在食堂时，应该要避免随意乱丢垃圾的举动。在购买食物
时，同学们不应该插队，更不要争先恐后。
初一勇班的黄子凌和陈颖恩同学分享餐桌礼仪。内容中提到同学们在用餐时，应避免浪费食
物与挑食，更不要在用餐时狼吞虎咽。用餐期间，同学们也不应该大声喧哗，以避免影响到其他
食用者。
过后，由初一礼班的同学在分享交谈的礼仪时表示，同学们与他人交流，应该要保持语气柔
和、亲切，并且互相尊重。而廉班的黄芯莹、蔡欣豫、廖桐桐、钟幼琦以及戴恩祺，也以广播剧
的方式呈现网课的礼仪。内容提到在上网课时，同学们应该要好好交作业并认真地完成作业。同
学们也不应该在上网课时做其余无关紧要的事情，且要好好打开摄像头，应专心上课。
初一智班的方绍有、曹宁和余慧恩同学分享办公室礼仪。当同学们到办公室时，应避免在办
公室停留过久，且不应该乱翻东西与喧哗。同学们到办公室时，也应该要穿着得体且端庄脸部应
保持整洁。
接下来，义班的李根毅，邝艺恩，吴佩瑄以及陈芷墨分享厕所礼仪。其中提到当同学们在上
厕所时，应该要节约用水与纸。上完厕所后，同学们也一定要记得冲水，冲水之后也要记得把马
桶盖盖好。
平班的黄靖皓、李敬诚、郑皓谦、郭谨毓、许立以及张镓杰则以广播剧的方式呈现转换课室
的礼仪。内容中提到在转换课室时，同学们应该要以最快的速度转移科室。同学们也应该避免在
走廊高谈阔论。
活动在丰富呈现内容中圆满结束，期望大家可以将活动上所学实践于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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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展现自身修养
郑家祥（初一爱）
礼仪非常重要，因为礼仪可以看出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且如
果你的生活中处处关注礼仪，也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参加了此线
上论坛后，我感到很开心，因为看到了各个班级的执委们，为了这
次论坛精心设计各式表演。我认为其中呈现最好的班级是初一廉，他们以幽默搞笑
的方式来呈现主题——网课礼仪，让我看了感觉不会很无趣。这次的论坛对我有很
多的帮助，让我更加了解了我们在校园的各个地方需关注的礼仪，比如初一爱班所
呈现的食堂礼仪，让我更加了解当我们在食堂进餐与购买时所要注意的事项。虽然
这些都是基本的礼仪，但是也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我也希望学校可以举办更多以
班级呈现的活动。

生活中需要礼仪
陈玲婷（初一信）
礼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平常生活中都需要运用到
礼仪。缺乏礼仪，就会让人觉得你没有礼貌、没有家教，也可能得
不到他人的尊重。身为初一信班的级联代表，我觉得我班同学分享
得还可以，但是建议他们的ppt可以做得更好、更创意。我也比较喜欢初一廉班的
展示，他们展现的方法幽默有趣，会让人专心地聆听他们的内容，而且感受到他们
的合作精神。

尊重与助人也是礼仪
颜端谊（初一忠）
我对初一廉班同学的展示比较感兴趣，因为其他同学展示的方
法都比较严谨，而他们的比较亲切。参加了这场论坛后，我认同礼
仪是很重要的，你对他人礼貌的话，对方也会对你有礼貌。有礼仪
的话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反之，世界恐怕就会大乱了。我认为尊重他人、乐于助人
也算是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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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级联论坛—— 诚信
采访报道 | 杨育梅（初二勇）、锺智如（初二平）
初二级联论坛以“诚信”为题，于8月24日（星期
二）下午2时透过线上ZOOM会议平台进行。各班同学透
过制作影片，诠释“诚信”的重要性。

时间能证明诚信的重要
首先，由初二平班的同学以演讲的方式介绍“诚
信”：“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信”
，则是要求人们说话做事诚实可靠。初二平班同学播
放了一部影片作为例子，讲述唯独时间能证明诚信的
重要。故事虽短，却发人深省。

| 初二平班代表同学以演讲方式诠释诚信。

接着，初二和班带来《说到做到》手语及歌
曲。“说出来就叫誓言，做得到就叫兑现，且把诚信
放心间，陪伴我一路向前”，和班在轻快的乐声中表
达出的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在生活中却极少人做到的
美好品德。
初二智的同学以网测作弊的短剧，带出了诚信的
难能可贵。短剧的开始，主角放学后沉迷于游戏，浑
然忘了复习翌日的测验。隔天，主角抱着侥幸的心理
在网上搜寻答案来应付测验。当老师发现主角抄袭网
上的答案后，对他作弊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主

| 初二和班呈现《说到做到》手语及歌曲演唱。

角的不诚信，老师也不再信任他了。

| 初二智的同学以网测作弊的短剧，带出了诚信的难能可贵。
“诚信其实存于生活中，诚实守信，并不止在大
事中才能体现出来”。初二仁班以《查道吃枣留钱》
的故事为例，带出了诚信的重要性。查道和仆人在送
礼的路上饥饿难耐，不久后他们到了一个枣园。虽然
枣园的主人不在，但他和仆人吃了枣子后，把钱袋吊
在了树上。诚实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而查道就在一件
小事上实践了这种美德。诚信是公众必备的基本素
养，也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

| 初二仁班以
《查道吃枣留
钱》的故事为
例，带出了诚
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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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礼班演唱《You raise me up》的改编歌
曲，通过歌曲与大家共勉道：无论是对朋友、家
人或在未来世界里，都要做个诚信的人。“是诚
信啊，让我们携手并肩；是诚信啊，让彼此不变疏
远。”初二礼班强调了诚信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总有一天，纸会包不住火，所以做人一定要
有诚信，否则别人就不愿相信我们了。”初二勇班
| 初二礼班演唱《You raise me up》的改编歌
曲，通过歌曲与大家共勉道。

以三个小故事带出诚信的主题。第一则故事《偷父
母的钱》讲述，主角向父母要求购买游戏限定返场
皮肤不果后，偷了父母的钱，但最后却被父母发现
了。《蛋太买玩具》则述说了一位母亲为了哄孩子
而答应会买玩具，却没有兑现承诺的故事。最后一
则《网测作弊》，则是主角测验作弊被母亲发现的
故事。这些故事都道出，做人应该坦诚相待，不应
欺瞒的道理。不论是父母或是子女，都必须以身作
则，这样才不会导致逐渐对彼此不信任。踏踏实实
地生活、学习、成长，才是我们做事应有的态度。

谎言终会被戳破
| 初二勇班以三个小故事带出诚信的主题。

初二信班的四位代表，先以现场小短剧的方式
直击主题，带出不守诚信的前因后果。随后，他
们播放了一则以简短的演讲作为开头的影片，并举
出“狼来了”的故事以表达诚信的重要性。最后，
信班同学们演唱有关诚信的歌曲作为结尾。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为人之
本”。初二爱班的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演
讲。演讲首先使用了上述两句名言，并以实际例子
抛出的“灵魂拷问”，带出身为学生必须要做到最
基本的诚信。演讲的最后，爱班的同学以“诚信为
本”做为结尾，希望大家能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及

| 初二信班同学们演唱有关诚信的歌曲作为结尾。

不守诚信的后果，并在失信前及时“刹车”。
初二孝的两位同学以相声的方式分享何为诚
信？在正式进入主题前，两位学生以幽默的方式进
行了一次“互访”，以了解彼此对诚信的理解和自
身在生活中对诚信的实践。他们分享了《手捧空花
盆的孩子》这篇童话，带出“做人要有诚信”这个
道理。
初二廉的同学则以一出有关游戏代充诈骗案的
短剧，警戒大家不应因个人利益而做出违背道德的
手段，因为最终仍会自食其果。短剧中，女主因缺

| 初二爱班同学的演讲中带出身为学生必须要做到
最基本的诚信。

钱加入了一个游戏代充的诈骗集团。不久，一位受
骗的男生决定报警后，警方最终将女主和所有的诈
骗团伙一网打尽。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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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 初二孝的两位同学以相声的方式分享何为诚信？

| 初二廉同学则呈现有关游戏代充诈骗案的短剧。
初二义班的同学为大家带来一部有关网测作弊的
音乐剧。剧中的三位学生因平时上课不认真，在测验
时只得投机取巧，从网上抄答案作弊。虽然他们最终
获得满分，然而，纸包不住火，他们作弊的行为还是
被老师揭穿了。面对同学们的数落及家人的训斥，他
们决定靠自己的努力挽回这一切。义班希望以此勉励
同学们，“用诚信做事，再难的事都能够达成”，以

| 初二义班同学呈现一部有关网测作弊的音乐剧。

诚信克服诱惑。
最后，初二忠班的同学则通过访谈及演讲的方式
作为论坛的最后一场分享。经过对三位学生的采访，
忠班的同学们得知，他们对于诚信的理解都有相似之
处，即诚信特别重要，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
在演讲中，他们也以《曾子杀猪》的故事表达出“诚
信要以身作则”的道理。“诚信，是一股清流，它将
洗去欺诈的肮脏，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流淌着洁
净”。在演讲结束前，演讲者还通过一份独特的问卷

| 初二忠班也以《曾子杀猪》的故事表达出“诚信
要以身作则”的道理。

调查来让同学们测试自己的诚信指数。

没有绝对诚信的人

很荣幸参与主持

华子萱（初二平）

李琪琴（初二智、主持人）
我觉得诚信不是每个人都能

身为主持人的我，在前期准备的

做到的。善意的谎言其实也是在

时候遇到难题是肯定的。首先在准

说谎，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

备过程中，我大部分时间是较为顺

诚信的。在这次级联论坛里，廉

利的，唯一的小插曲应该是在彩排的时候，因为设备

班的网络诈骗的短剧分享最让我

问题而需要不断重试，所幸活动最终可以完美结束。

印象深刻，这也映照了很多现代网络的真实情

此外，由于我需要在六百多名初二学生与老师面前进

况。很多人不诚信地进行网络交易，骗取无辜之

行主持，这对我来说是巨大无比的压力，也给我造成

人的钱财。

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庆幸的是，虽然过程中有点小坎

我有份参与主持这个论坛，在筹备和彩排时
因为技术问题，调节了很多次，所幸在活动当天
没有状况发生。唯一做得不足的地方，基于设备
的问题我开麦克风时镜头就自动关掉了，感觉有
点不尊重同学们。

坷，但论坛最终还是在我个人感言下成功完结。针对
这次所有的分享，初二智与初二和在我心里的排名不
相上下，初二智用短剧让我们明白到了关于 “诚信”
的价值，并且很有带入感；而初二和可以完美地将手
语、歌词融合到了一首歌里，听起来有意义又有旋律。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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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文商班辅导课

吴奕茹校友分享高中学习心得
供稿 | 吴奕茹学姐
为了让高一文商班的同学们在疫情严峻的时刻，仍保持学习的热忱，我校辅导
处于6月28日（星期一）辅导课时间，邀请2020年毕业校友吴奕茹学姐与同学们分
享三年的高中学习心得。
奕茹学姐把当天分享的内容整理成文稿，在此刊登供各位同学参考与学习。

我的学习价值观
努力学习，考取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是毋庸置疑的目标，但考取好成绩并不是唯

| 吴奕茹学姐

一一个推动我们学习的因素。首先，需先思考自己为什么学，坚定目标后再出发。
于我而言，在学习上，除了知识的收获，更大的收获是在学习过程中所学会的时间
管理、自律、解决问题、克服压力、舒缓焦虑感等等。
学习本身的动力源于期望，包括他人的期望及自我期望，其中以自我期望为
主，他人的期望则主要源自师长及朋友。在备考或学习时，要求自己必须达到最好
的结果，从而提醒自己要付出百分百的努力。反之，在准备考试时，如果抱持“这
次考不好没关系，下次可以补救”的心态，便会产生懈怠心理，学习效果也肯定会
大打折扣。然而，倘若已经拼尽全力，结果却不如预期时，也不应过于沮丧，若清
楚知道自己已尽力，便得坦然接受结果，收拾好心情迎接下一次的挑战。
另外，对于他人的期望不需过于排斥，这象征着他人对我们的肯定。但不该为
了要满足他人的期望，而让自己负担太大的压力，也不必因为别人的失望而感到愧
疚，一切还是要以自己为前提，清楚自己的目标，尽力做好。

打好基础为首要目标
高一阶段最主要着重在以下两点：打好基础，做好笔记。在高一的阶段，打好
基础为首要目标，并且认真对待每一个测验、考试，无需过于担心是否能应付高三
统考，只需把现今该学的学好，该记的记牢，便可在高三备考时得心应手。
笔记方面，若要准备高三备考笔记，需事先了解统考考纲及题型，避免徒劳无
功。鼓励大家在高一就开始善用充裕的时间，为高三做好备考笔记，同时巩固记
忆，高三备考时则以在原先笔记上做补充为主。
在平时的学习中，可参考以下做法：
● 课前：预习、复习

● 课中：聆听、理解、笔记

● 课后：作业、复习、笔记

·事先大致了解上课

·把握上课时间多听、多吸收。

·独立完成作业。

内容，记下不明白的地

·当日消化当日知识点，避免堆积

·进行复盘，重新推演所学，从中

方，上课时重点聆听。

疑难。

发现不足之处，总结并内化。

·复习上一堂课所学，

·手握一支笔，随手记录重点或补

·经过消化后整理课堂笔记，标注

唤醒记忆。

充，也可帮助提高专注力。

难点及应注意事项。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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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比努力重要
在准备考试时，抱着课本和笔记只顾着吸收，却不回想所学内容，是不理想的。在备考时理想的时间分
配是30%用于储存，另70%用于提取。复习的前30%时间从书本上吸收内容，剩下的时间则从大脑提取先前所学
的内容，可有效避免“眼睛会了，但大脑还没学会”的情况。
方法比努力更重要，技巧比汗水更高效。大家必须找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切记勿盲目跟从他人。学
习方法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须亲身尝试之后再找出最适合自己、最高效的方法。

学习常见困扰
在学习上，少不了心态及情绪上的困扰，尤其对学习成效带来直接的影响。最常见的困扰或许是爱拖延
的习惯、抵挡不住外来的诱惑，抑或者是想以短暂快乐逃避被课业支配的烦恼，结果却沉迷无法自拔。另一
类常见的困扰则是考前焦虑，在准备考试时内心烦躁不安，死记硬背但无法吸收，更谈不上消化知识。
针对拖延，以下几项做法可供参考：一、隔绝诱惑。在学习的时间内，将会干扰学习的东西移出视线范
围。二、可视觉化提醒。将应办事项写下，放在显眼的地方，达到提醒之用。三、借助外力强制执行。通过
手机应用程序设置或与朋友组成学习小组，达到督促效果。
对于考前焦虑，可通过抒写文字舒缓焦虑感，同时自我激励。与其在同一页耗半小时，不如花十分钟整
理思绪。建议在背书的时候将一张草稿纸放在一旁，边记边写下关键字，既提升专注力，也可有效赶走瞌睡虫。

给学弟妹的话
学习本身就不是轻松的事情，是将“不会”变成“会”的过程。学习不是一直在重复会的，而是主动攻
克难点，因此不要因为遇到难题感到挫败而放弃，停滞不前。针对学后很快忘记的问题，并不是因为记忆力
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刻意去复习。在学习中，忘记是很正常的事，需要刻意练习和不断的复习才能让知识存
记于脑中。
在时间管理方面，应以学习为主，其他活动则应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再进行。良好的学习心态亦为关
键之一。在学习上必须摒弃侥幸心态，尤其现今面对疫情的考验，更需调整好心态，抛开负面的情绪，为自
己的学习负责。在疫情肆虐居家学习期间，自律习惯尤其关键，必须独立且按时完成作业，遇到难题主动寻
求帮助。同时也应确保作息规律，有充分的休息。“对待逆境的态度，决定我们的人生高度。”与大家共勉之。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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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中看善终与善生”讲座会

对生命与死亡进行思考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如果你是死神，眼前有两个人，一位较为年长，一位较为年轻，你必须要让一
位死亡，你会选择哪一位？”冯以量老师在“从疫情中看善终与善生”讲座会上，问
了这一道问题。
在这特殊的疫情期间，看着每日不断更新的死亡病例数字，让人不得不对生命与
死亡进行更深的思考。因此，兴华中学家教协会于7月29日（星期四）晚上8时通过线
上举办上述讲座，协办单位为兴华小学董事会。
针对冯老师的提问，现场大部分的听众，都会选择让年长者死亡。冯老师解释，
大家选择年长者，是因为年长者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也活过了许多的岁月。但可以的
话，大家会更希望两人都能活下来。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个人都会面临死
亡，当死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面对？

死亡没有结束一段关系
冯老师展示了自己制作的两个小玩偶，一个较为年长，一个较为年轻，并用了
一条线把两个小玩偶链接在一起。他解释，这条线代表两者在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关
系，譬如父子、母女、爷孙等。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很多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吸
收并释出很多的爱和关心。每个人都需要他人，也被他人需要。
当其中一人死亡后，冯老师说：“剩下的就是活着的人，还有一条断了线的关
系，这个关系还在的。死亡结束的是生命，它没有结束关系。”他认为，活着的人就
应该思考“如何好好地活着？”和“如何面对这断了线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这也
是如何“善生”的思考。
冯老师透露，他自己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在面临死亡之
前，都能够懂得善终、善别和善生的概念。他认为，只要搞懂并做好善终与善别后，
活下来的人就不会活得太难，也更容易达到善生的状态。
（文转下页）

| 冯以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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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他进一步解释，善终的意思就是面临死亡的人，好好思考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划下
一个完美的句点，立遗嘱或妥善地交代遗愿等，都属于善终的形式。至于善别，则是
好好地告别。他回忆，曾看见一位即将离世的年轻女孩对其家人说，“希望你们不要
记住我生病的样子，我希望你们记住我的微笑。” 这就是善别的一个例子。

让装下悲伤的思想变宽
另外，冯老师提到，主流社会常常希望悲伤的人，能够快速走出悲伤。他以自己
的经验为例，或许时间渐渐冲淡失去亲友的悲伤，但仍然会触景而伤情，才发现心里
一直都还有着悲伤。所以他认为，“悲伤，不是要走出来，而是要陪着它。”
冯老师比喻，悲伤就如一个石头，石头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小。但，人的
思想就如一个容器，当思想越来越宽，这些石头就越能够装得进。到了这个状态，或
许还会感受到痛，但并不会觉得苦。他说，痛是无可避免的，苦则是一种选择的。要
达到痛而不苦，就要让思想的容器越来越宽大。
冯老师触动人心的演讲内容，在75分钟的时间里，让听众有机会反思生死课题，
从而梳理出更清晰的想法。

| 生命关怀 001《善终》，冯以量著，已亮出版社。
生命关怀 003《善生》，冯以量著，已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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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爱阅读读书会 ：“有限理性”游乐园

透过游戏探索行为背后有限的理性
报道 | 李昕语（初二智）、陈嘉豪（初二爱）
人在做决策时，最终的结果都会是理性的吗？作为一个利己的经济人，理性又
如何展现在生活中？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往往并非完全理性，实际在做决定时
的理性是有限的。8月6日（星期五）晚上8时，李钧皓老师及陈胜业校友分享日本
明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教授友野典男所著的《有限理性》，带领听众一起探索人类
的理性。
作为一名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本身具有极度理性，只追求自我利益
甚至不顾及他人，且自我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大。然而，这个社会并不存在完全理性

| 李钧皓老师

的经济人，经济人仅仅是理想的设想。因此在遇到事件复杂的情况时，人们无法如
经济人般做到精确计算，而是会依靠所谓的直觉，由此发展出一些思维捷径。

| 陈胜业校友

为了更好地解释思维捷径，主讲人首先提出了有关思维陷阱的问题：2020年至
2021年，因为癌症还是因新冠肺炎而死去的人数，是前者还是后者更多？在场的
听众给予的答案各占一半，且各有其辞。其实，因癌症而去世的人占多数。由于
现今普遍新闻报道的都是染疫身亡的居多，因此民众潜意识里会认为后者死的人数
更多。人们常以日常多接触的事例作为判断的基础，这便是可得性捷思所造成的现
象。为避免这种现象，应先将事情了解透彻，再下判断。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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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另一种思维捷径，称作代表性捷思。以抛硬币做例子，它的上一次的结果不会
影响下一次，每一次都属于独立事件。此外，我们并不能以少量样本数的结果而来
下定论。我们需要通过大数据来确认结论。样本数越多，事件发生的概率则会更接
近理论值，更准确地反应一般情况。另外，主讲人也用投篮命中率作讲解。当投篮
命中率是45%，这是表明一颗球有45%的几率能投入篮筐，而不是普遍认为的有一
百颗球里就能有四十五颗球成功。这便是赌徒谬误而导致的，它使人对概率有了误
解。为了避免这种思维，我们应该相信均值回归——投出的球越多，越接近45%的
命中率。

之后，主讲人又抛出问题：为何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因为穷人看见的钱
的价值比富人来得大，因此他们害怕失去钱而不敢过多消费或投资，而富人则敢于
用钱滚钱。主讲人解释这便是损失趋避。因为害怕损失，人们便发展出禀赋效应，
放大自己所有物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会将同样的损失看作其大于同样的利得，因
其而不敢突破现况，只懂得维持它。
主讲人另外提到了时间框架效应。第一个框架说的是，人往往在意眼前的利益
却忘了它背后更大的利益。这种行为时常建立在不自律的基础上。而另一种叫做时
间解释理论。主讲人为此提出一个例子：先前期待的旅行，人在它来临之际却会感
到恐慌，害怕这场旅途中会发生意外。这足以证明，在时间距离足够远时，我们的
想象都是广泛的；在时间距离越缩越短时，我们会开始探究细节，越来越细。
临近尾声，主讲人“人是理性的吗？”一问题同与会者讨论。他们认为，人无法
做到绝对的理性，只能拥有有限的理性。行为经济学说明了新概念——几乎无人是
完全的经济人。行为经济学也令我们便能对真实生活中的各种行为有了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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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爱阅读读书会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

从所处的时代看见未来的趋势
报道 | 陈胜耀老师
第三场爱阅读读书会，由我校翁柳洁老师导读《后疫情时代——大重构》，带领
超过140位参与者们思考如何面对新冠疫情导致重构后的世界。她说：“我们不是预
言家，没有办法准确预测未来，只能够从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的新常态下，去
看见未来的趋势。”
这场读书会由兴华中学人文教育研究与发展组主办，巴生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协
办，于8月20日（星期五）晚上8点，透过Zoom平台进行。翁老师在进入主题前笑言，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目前还处在疫情肆虐期间，未来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哪来的“
后疫情时代”？但她认为，其实人们的生活已经正在改变。
翁老师指出，《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这本书分别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进行
书写和分析。微观的部分，是探讨各个行业重构的情况，宏观的部分则是探讨政治、
经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等的重构。

新需求新供给
当天，翁老师展示一张从网络媒体的资料中整理的图表，指出新冠疫情会为世界
带来两大最直接的改变，即出现新的需求和新的供给。
疫情肆虐之下，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许多人会减少过度消费的行为，包括奢侈
品、大量的投资、昂贵的餐饮或产品等，进而出现“去过度化”的消费现象。消费者
更清楚自己想要和需要的东西，在消费时将会更加明智，购买的东西也更个性化。因
此，市场便会出现新的需求。
再者，疫情导致了线上化的发展，翁老师表示，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包括线
上教学、线上办公、线上烹饪、线上导购、线上看诊等，让各行各业或任何活动的进
行方式都更多元，同时也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

（文转下页）

| 翁柳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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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走在前端的人会越来越成功，与静止不动的人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大
家都需要掌握更多领域的能力，例如近年流行的“斜杠”现象，拥有不同的身份或工
作。因此社会就会出现新的供给。

重构加速幂率化
但在这新的供给产生的过程中，也会加速
社会经济往“幂率化”的情况发展。翁老师解
释，譬如一小部分的商家透过网络直播贩卖商
品时，获得非常大量的订单，或者是5G技术
的快速发展，都可能导致金钱流向少部分人手
上，因此也可以解释成极端化的现象。
“这个重构肯定就不是回到过去，我们
走在轨道上，开始适应疫情下的生活，它似乎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在重构
中。也许你从来都不网购，但是这个时间点，
你可能会网购。”
翁老师说，重构就是在强迫人们做原本不会做的事情，例如从不网购蔬菜和肉类
的她，在这期间也被迫网购；快递公司也被迫去思考如何运输大量增加的包裹。她认
为，要如何面对重构后的世界，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挑战。
另外，翁老师提到，《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这本书是于2020年11月出版，疫
情爆发至今，已有许多事物不断在改变，所以作者在书中有提到会不断进行修订，故
建议欲购买或阅读的读者，可以留意是否有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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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Runner-up in HELP University’s
Annual Asian Secondary School
Online English Debate Challenge 2021

A Wealth of Experience for English Debate Society
Reported by ELC

It was a marvellous moment when
the ELC debate team was announced
as the second runner-up in the HELP
University’s Annual Asian Secondary
School Online English Debate
Challenge 2021, held on 9th-11th
July 2021.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our
debate team members, Chan Ning
(S3 Adelaide), Yong Kai Seng (S1
London), Yong Zhi Yuee (S1 Canberra)
and Lucas Tan Yun Tao (S2 Adelaide).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was
launched in 2021 by HELP University
with the objective of upgrading the
command of English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from non-English
medium school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CISS) in Malaysia. The outcome of
the event has been encouraging and
there has been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confidence of the debaters,
as well as their command of English.
This competition which was
previously known as the HELP University
National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CISS) English Debate
successfully attracted 40 contesting
teams from 24 non-English medium
schools from Malaysia and overseas.
Our debate team managed to bulldoze
their way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rounds, octo-finals, and quarter-finals, and was awarded
the second runner-up.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trainer, Mr Zazuan, for coaching our debaters diligently
and giving them a lot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during the
training sessions. We are truly proud of our debaters as
the chief adjudicator commented that our team had had
an overall good and impressive performance. It was also
mentioned that the debaters had demonstrated amazing
chemistry and teamwork, and they had been able to
provide concrete cases and understandable clarifications
during the debate.
Lastly,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Tan Sri Yeoh Tiong Lay &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Hin Hua High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eachers
& Students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for funding the
year-long English debat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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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Ning (S3 Adelaide)

Yong Kai Seng (S1 London)

It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representing
the school one last time in a debate competition.
I also had the pleasure of working with my
teammates and honing my skills alongside
them during our training periods. I am proud
to see that our efforts have paid off well and
that we have made it considerably far in the
competition. I sincerely hope my teammates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thanks towards them
as well as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preparing us
for the competition.

It has been both my greatest honour and pleasure
to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HELP debate competition,
especially with my fellow teammates. Despite the
pandemic, it turned out to be a fruitful yet arduous
journey. We went through the ups and downs during
training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on rounds together.
"Those who carve the moon, retain the clouds, shape
the mountains, tame the seas are the creators of the
world they shaped for themselves.” The HELP debate
competition has been quite the experience, the practices
were tiring and stressful, yet it created the results on
that day for everyone. Kudos to my fellow teammates
and thank you. :)

Yong Zhi Yuee
(S1 Ottawa)

Lucas Tan Yun Tao
(S2 Adelaide)

I
had
never
participated in a debate
competition before, let
alone one where I had
to represent my school.
Therefore, I am very proud
of myself and grateful to
have been able to compete
alongside and learn from
my seniors. To be able to
face off different teams
and get into the semifinals and become one
of the top 50 speakers
among 120 participants
i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Of course, I won’t just
stop here because of this
achievement. I give my
best wishes to my fellow
teammates to overcome
any obstacles that come
their way.

This is my first time
participating in a debate
competition. I gained a
lot of new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from
this competition. My
teammates and I had
worked hard for this
competition for a long
time. I am glad that we
could advance to the semifinals, and our hard work
has really paid off. I feel
proud to celebrate such
an achievement with my
teammates. I hope that
we can get into another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soon
and
overcome
different
challenges
together.

| Top left: Chan Ning (S3 Adelaide);
Top right: Yong Kai Seng (S1 London)
Bottom left: Yong Zhi Yuee (S1 Ottawa);
Bottom right: Lucas Tan Yun Tao
(S2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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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行动

对父母表达“爱”
辅导处整理

2021 年是独特的一年，这一年与我们相处时间最多的不是同学、朋友或老师，而
是家人。一天 24 小时，绝大部分的同学都呆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家人一起过。日
子过着过着，很多事情就成了理所当然。
在孩子潜意识当中或许是：“一早起来，理所当然您得给我准备早餐、理所当然您
得催我做功课 ......”这也许是父母为孩子表达爱的方式，但父母不是钢铁侠，他们也有
疲惫和厌倦的时候，他们也需要被看见、被关心、被照顾。
这一次，高一级同学趁六月短假，发挥创意和心意，用实际行动向爸爸、妈妈表达
“爱”，让他们感受孩子对他们的感恩与关爱，让我们来感受孩子们的“心”和“满满
的收获”吧！

妈妈开心地分享 :
“我今天吃我女儿做的 !”

许玮倪（高一理义）

6月12日
今天，是我下厨与妈妈一起准备午餐的
一天！我的计划是烹制奶油意大利面给家人
做午餐，让妈妈好好休息一天，但是我妈咪
坚持充当督导的角色。烹饪过程中，你一言
我一句，多多少少都有趣事发生！完成后，
我妈咪一直说“这个可以吃的吧？”，但她
是笑着说的!我看得出来，她其实是很开心
的，还一直跟亲戚朋友说，“我今天吃我女
儿做的！”
好久都没有与母亲一起准备食物了。今
天是蛮开心，一整天的心情都是很好！平常
我很少帮忙准备食物，有时候是自己煮自己
吃，没有跟家人一起准备食物，一起好好坐
下来谈天享受午餐，这一次的感觉是完全不
一样的。这次也算是久违的一次，过后要多
多实行了！那么在日常琐事中，我也有在主
动帮助我的家人做东西，家人之间的关系气氛也很好，很爱！我不太善于在口头上表达
爱。在我家，睡觉前都会讲我爱你，除了我。我是比较偏向行动派的或者时常做一些傻
事逗笑我家人，我很喜欢看到别人笑的啊哈，看到他们开心我就开心:) 可能这就是我表
达爱的独特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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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用了一生伴我成长，
让我为您泡个脚
她脸上总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她脸上充
斥着些许的岁月痕迹，她不胖也不瘦，身材刚刚
好，她爱干净，嘴上总是默念着：“这里有点
脏，那里有点乱”，她看似严厉，但严厉中却是
那满满关怀，她就是我最亲近的人——妈妈。“
饿了吗，多喝水，小心点”总是在我的耳边想
起，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它给予我最好的陪伴及关
怀。小时候，无论是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放学
时我总是会看到有个人默默地站在校门，捧着伞
默默地等待着我。细心是她的座右铭，无论是任
何的大事或小事她都能处理的井井有条。她注重
家庭时光，无论是大大小小的节日她都一定会陪
伴在我们身边，陪着我们一起度过，让家里始终
充满着温馨的气息。
想了又想，到底我可以做个什么事情来表示
一下我对她的爱意呢。做家务吗？但平时的我不
是时常都有帮忙妈妈做家务吗？来回徘徊，左右
思考，欸！有了，妈妈平时总是皮肤痒，晚上睡
不好。听说泡脚好像对睡眠挺有帮助的，那我就
帮她洗洗脚，泡泡脚吧！下定决心后我就跑到厨
房去，拿出药材将它们放入锅中，待药效被熬出
后，我将药材水倒出并进行稍微的冷却。接着我
将装着药材水的盆子抬到妈妈面前，让她把脚放
入进行浸泡。看着妈妈那手足无措的笑容，我觉
得好好笑。这次的举动虽然看似简单，但却充满
了我小小的心意，所谓礼轻情意重，我想妈妈还
是能感受到我那小小的爱意的。
在我眼里妈妈是最伟大的人，她虽没有宽阔
的肩膀，没有高大的身材，但她却给了我一个温
暖的家，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让我不惧风雨，
不愁吃穿。她给予了我最好的陪伴，陪我度过
了我那叛逆的童年，陪我去过了那大大小小的地
方，陪我度过了各种酸甜苦辣的时光。无论快乐
与否，她总是默默地付出却从不求回报。她虽然
不是完美的人，但在我心里她却是世界上最美丽
的人，只因她是我的妈妈，一个爱我，陪我，疼
我的好妈妈。

殷铈傆（高一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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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第一次

张寓喆（高一理仁）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买花送给人--送的也是我最亲爱的妈妈。我妈是个很喜欢
仪式感的人，期待每个节日都可以有不同的惊喜。因此这次爱的行动，我爸、我
弟和我一起策划了这个看似简单但满满诚意的礼物。我们三个大男人亲自修剪玫
瑰花，也亲手包装花束。这份礼物看似普通但却让母亲快乐了一整天，甚至是一
个星期。感谢有这次的机会，让我和爸爸妈妈度过了既平淡又难忘的星期三。

用我们共同的语言表达爱

陈曦（高一文商和）

其实我从小就有送父母卡片的习惯，只
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特别的。我在这次的卡
片中加了很多只有我们家里4个人才能明白
的字眼，所以这张卡片意义非凡。制作过程
中，许多与家人的回忆不断涌现，过程非常
有趣且有意义。
我的父母似乎很喜欢我做的卡片，只是
故意假装不在意，调侃了我好久。看我妈妈
（老爸拒绝出镜）的笑容就知道她有多喜欢
了，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学校偶尔让我们做手工类的作业
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很珍惜这份作业，况且
还能看到爸爸妈妈“暗爽”的样子，我之前
都不知道做作业也能这么开心。
虽然是一项作业，但这个活动很有意
思，而且现在刚好是假期，我有很多时间思
考要怎么设计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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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制作，不让爱藏着掖着

许甜美（高一文商礼）

经过几天的思考后，我决定亲手
做一束手工画来实践“爱的行动”。
虽然这束花的制作费用不高，但它却
承载着我想对父母说的话以及对父母
的感谢。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给予我
生命，谢谢你们让我在一个健康幸福
的环境长大，谢谢你们为我所付出
的一切。不知不觉中，我也慢慢长大
了，也是时候让我们来照顾你们了。
请放心，你们的教诲，我都铭记于
心。最后，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这
几年辛苦你们了！

献出小小的力量，
我也可以为家人带来温暖

张晶莹（高一文商廉）

行动管制令的这几个月，每日三餐都是由母亲亲
自下厨，我因为忙于学业，有时也忽略了身为子女的
责任，为她分担家务。我借助这次“爱的行动”的机
会，为母亲分担一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为家人下
厨，母亲可以休息的同时，也可以加强自己的厨艺。
因此，趁假期施行了行动计划。我和姐姐一起准备了
食材，就开始按照准备好的食谱一步一步行动。我故
意让母亲在一旁等待，坚决不让她进厨房，想着要给
个惊喜。因为还不是很熟练，所以我们打算煮简单的
二菜一汤，分别是马鲛鱼、炒生菜和凉瓜汤。在下厨
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打
蛋要非常的小心，避免让蛋壳跌进去；炒菜的时候一
定要放适当的盐，也不可以炒太久，不然会变青菜就
会变黄菜；汤需要放肉放盐才会甜等等。很多细节如
果错过了，那菜就砸了。我们两姐妹手忙脚乱，煮了
2个小时，晚餐终于出炉了！一家人坐在餐桌上，期待地尝试我们煮的晚餐。我们的心里非常忐
忑，担心食物非常难吃，晚餐全都泡汤了。结果大家尝试后，全都目瞪口呆了，比想象中的好吃
很多。看到家人们露出满意的笑容，心里真的很开心。妈妈还说以后厨房就交给我了！下厨虽然
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认为我已经尽了我的小小力量，为家人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这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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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需要的是陪伴

庄子乐（高一文商勇）

非常感谢老师让我们有机会执行这个“爱的行动”。其实在做这个行动之前我一直
感到很焦虑，因为不知道要做一些什么来表达爱。之后就联想到一些平日的生活。所以
突然有了做这些表达爱的灵感。不知道爸爸妈妈感受到了没有呢？回想起小学的时候，
我也曾为家人付诸“爱的行动”，可能那个时候还小，不太懂什么是爱，也认为爱很复
杂。透过此次活动，我看到表达爱也可以很简单，只要一些小小的举动就能让人感受到
爱，这些小小的举动也能让他们的内心温暖许久。虽然这一次我准备的不是什么贵重的
礼物，但是看到父母欢喜，我就心满意足了。父母要的其实很简单，希望孩子再忙，也
能抽出一些时间陪伴他们，花一些时间与他们相处也许就足够了。

| 左边的这张图片是对爸爸准备的爱的行动。爸爸的生日刚好落在短假期间，
因此我为爸爸准备了生日礼物—蛋糕。
右边这组照片就是对妈妈准备的爱的行动。妈妈比较喜欢吃面包，所以我就
决定做一些特别的面包给妈妈，还加上一杯抹茶拿铁。

比什么都珍贵，我想这是“爱的行动”的力量
吧！希望以后我会做出更多的行动，让父母看
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
爱就在日常里，只是很多时候平凡得常常
被遗忘。父母打从心底期待的，也许不是最耀
眼的成就，而是他们感受到孩子的温暖和爱；
孩子也许不是看不见父母的付出或不懂得感
恩，只是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让父母感受爱。
一次简单的行动，加上满满心意，让对方具体
感受爱，便是爱就好的表达。孩子们在学习表
达爱，父母也在学习的路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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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爸爸意想不到的配合

林宇嫣（高一理义）
结束了一天的疲劳，敷个面膜最

爽啦！我在涂面膜的时候，就想到让
爸爸妈妈也体验一下被“服务”的感
受，于是就有了这个主意。爸爸妈妈
的 “口味”是牛油果，而我的是比较
温和的蜜糖。第一次帮爸爸妈妈涂面
膜，虽然没有像涂在自己脸上那样顺
手，但是很好笑也很特别，尤其是不
小心涂到他们的嘴唇。我没想到爸爸
会愿意配合我，这应该也是他第一次
敷面膜吧！涂完过后我们一家就拍了
各种古灵精怪的照片，我想很多年以
后再看到，也会再次爆笑吧！
感谢有这次的机会，让我和爸爸妈妈度过了既平淡又难忘的星期三。

照片是看得见的痕迹
假期里愁着能够筹划什么爱的行动，灵
感枯竭的我自然地拿起了手机瘫倒沙发。划
着划着，忽然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推广着制作
lomo卡，我立马把握良机！我手机内有纪念
性的照片属实不多，原本想给个惊喜的，没
办法，只能向父母求助。不问还好，一问吓
一跳，他们直接打开电脑存档，而且储量惊
人！我是挺开心的，毕竟有那么多照片可以
选，还不禁忧虑只选100张是不是太少了！过
程中，家人也拉了张椅子坐在身边，遇到有
趣的照片时还会起哄！纵观来看大多数的照
片都是我们小时候去旅行的照片，我那时憨
憨可可爱爱，脑袋也可可爱爱对此完全没什
么印象，只能看照片回味及回顾小时候的时
光。虽然优质照片很多但经过多次筛选后还
是控制在了100张内。随即便把照片上传给了
我的那位朋友等着成品出炉。其实成品出不
出来已经无所谓了，最重要的是我与家人一
起选照片，相处的时光。虽然这次爱的行动
无法给父母一个惊喜，甚至得求助父母，但
我认为还挺成功，因为一家人在一起，一起
回顾过往，确实既有趣又有意义。

陈鸿彬（高一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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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星”跨校线上媒体交流营
采访报道 | 谢依恩（初二爱）、郭喭嗪（高一文商平）

我校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于8月10日（星期二）早上10时主办“拢星”
跨校媒体线上交流营，邀请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闻社的师生参与，针对两
校校刊的新闻报道写作与编辑经验进行交流。
活动一开始，主持人向大家介绍该交流营的主题 ——“拢星”，取自隆
中华的“隆”与兴华的“兴”的谐音，寓意着两校通过线上交流的方式，将
大家聚拢在一起，犹如两个不同的星系相互碰撞，闪耀着独特的光辉。接
着，刘久进主任、两校学会负责老师及主席相继致辞，他们表示在如此严峻
的疫情下同学们能相聚在一起交流是一种难得机会，并祝福同学们能从这次
的交流营中受益良多。
为了让两校会员之间可以更好地凝聚气氛，出版组的康乐股带领营员们
一起玩了几个破冰小游戏，分别是猜歌及猜明星的游戏。游戏期间，同学们
都热烈回应并且积极参与游戏。随后的小组交流环节，同学们进入分组会议
室后先进行自我介绍，并由各组组长来转动准备好的轮盘来指定组员回答特定
问题，而组员们也据此来分享各自的经验及想法，成功达到互相交流的效果。

| 在小组交流环节中，由各组组长转动准备好的轮盘 , 并且指定组员回答
特定问题。

小组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开始了采访体验的课程，在听了准备好的采访
录音后，同学们便再次进入各组会议室，以讨论其录音中的重点及合适的导
言，并轮流向全体营员分享讨论结果。此外，出版组的两组同学还分享了他
们在专题报道及人物专访的学习经验和心得感想。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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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下午的场次由隆中华校闻
社开始他们的分享——“创意·
创刊”。首先，他们为同学们
分 析 隆 中 华 第 七 期 刊 物 ——《
悦读隆中》的美术及文字设
计，并表示每个放在排版中的
颜色都是有其中寓意，也可
以传达情绪及力量。除此之
外，他们也介绍了“InDesign”
和“Canva”的功能和基本操作。
| 在听了采访录音后，同学们再次进入各组会议室，以讨
论其录音中的重点及合适的导言，并轮流向全体营员分
享讨论结果。

接着，会员们进入各组的会议，
在校闻社会员的指导下利用“Canva”
软件来实践稿件排版的设计。在小组
讨论中，来自隆中华的组长也向组员
们分享他所排版过的稿件和其中的心
得及经验，而出版组的同学在组长的
指点下实际操作，收获不少关于排版
的知识。
结束前，营长吴芯仪表示，希望
通过这次的交流营让两校会员收获良
多，并且结识到新朋友。最后，此次
跨校交流营也在全体会员在观看回顾
影片后，划下了完美的句点。

| 在校闻社会员的指导下利用“Canva”软件来实
践稿件排版的设计。

辛苦的努力得到认可

会员收获满满

吴芯仪（营长，高二文商廉）

陈键泯（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校闻社主席）

只有短短将近1个月的

很高兴能有拥有这样的

筹备时间，一开始不免感到

一个机会与友校——巴生兴

有些压力，担心有所疏漏，

华中学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

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组织举办

进行线上交流。友校出版组

跨校活动。虽然筹备过程辛

在写作方面有着许多经验，

苦，但看到活动当天的成果以及得到的反

透过这次的“拢星”跨校媒体交流营,我社会

馈，都证明了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老师及营员

员在文字编辑上也收获满满。虽然筹备的时

们的认可。藉此感谢筹委们的积极付出与

间很短, 但在老师的协助下, 我们的营会也

努力、老师们的协助，以及营员们的共同参

顺利的完成了。在短短的一天内,相信营员们

与，让此次活动顺利进行。若有不足之处，

对于新闻肯定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愿我校校

还望多多包涵及谅解。

闻社与友校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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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生才艺比赛
展现独有魅力

采访报道 | 卓恩柔（ 高二文商勇）、林慧娟（ 初二平）、陈君儿（ 初二平）
为了让同学们的生活过得充实，同时为了激发
同学们的潜能，宿舍自治会于今年3月至4月期间，
举办宿舍生才艺比赛，借此激发宿舍生对于表演的热
爱及兴趣，同时给予宿舍生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获得冠军的同学，为初一礼的陈铭璇，亚军则是
初一礼的黄玮弘，高二文商礼的林苛柔则获得季军。
才艺比赛的形式，是参赛者将作品（视频或照片）
上传至google form，再由宿舍自治会于3月26日把所有
作品发布到舍务处的官方Facebook和Inatagram专页，
公开让大众点赞投票。投票时间直至4月4日截止，
并计算出获得最多赞的前三名，并颁予奖品。
宿舍自治会的同学们认为，疫情期间，大家都
只能躲在家里“避难”，也因此逐渐消沉、被动，
生活变得平淡乏味，缺乏色彩和动力。但是在面对
这样的处境下，依然能找出生活的动力，培养和持
续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每个人所热爱的兴趣都会是一门才艺。才艺是
一个人能展现自己独有魅力的才能及技艺，不限
制于表演类型，而是在于是否有信心展现给观众。
不论是唱歌、跳舞、下厨都是才艺的一种。疫情之
下，可以好好善用社交平台展现各自的才艺，把才
艺用视频或照片的方式记录并上传，也是一种展现
个人魅力的机会。

1
2
3

| 安慰奖：林芷颖 （初二廉）

| 1. 冠军：陈铭璇（初一礼）
2. 亚军：黄玮弘（初一礼）
3. 季军：林苛柔（高二文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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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手制作蛋糕让家人品尝
陈铭璇（初一礼）
我的才艺表演属于厨艺类型。一直以来都是妈妈亲手制作雪糕让我和弟弟品尝，现在自
己终于有机会亲手制作蛋糕让家人品尝。同时献给所有喜爱雪糕的你，这也是我会展示这个
才艺的最终目的。在表演的制作过程中，时间的拿捏一定要到位，时间早了雪糕不够凝固；
时间长了雪糕便开始融化。除此之外，影片的剪裁与音乐的选择也要做到精挑细选，这一切谈何容易？我很
荣幸自己能获奖，谢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也非常感激妈妈的细心教导让我进步神速。我相信凡事都没有天
生的高手。

坚持自己所热爱的
黄玮弘（初一礼）
我的才艺是舞蹈,平时都很少有在舞台上跳过舞，所以这次想借这个机会磨练、锻炼下自
己。之前在小学都是跳比较基础的舞蹈,没有尝试过现代舞，所以想让大家看到我跳舞起来是
可以“酷酷”的。一开始还蛮有压力的，因为已经很久没跳过舞了，但上天不负有心人，只
要你不要害怕，带着自信和勇气就可以克服。表演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录了很多遍都是因为杂声和
灯光的干扰。但是，我不怕，也不觉得累，哪怕一直录且没力气了，还是可以休息，但也不能像龟兔赛跑的
兔子那样休息，休息完了你还是得继续录。你录的时候无论多累都好，你也必须得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
态都给做好。无论流下多少汗水,你要记住这些汗水就是你成功的泪水。我其实在小学期间跳过很多舞蹈，那
时候都是老师在学校里教导我们，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的基本功还得慢慢地训练到更扎实，因为舞蹈也
是得慢慢去练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每一个细节都得做到很好。我也挺热爱舞蹈的，当你每次完成了
一个舞蹈，你都会很有满足感和那种满意,但这种满足感也得用每次流下的汗水换来。如果你要做好一件你喜
欢的事，那你得把你的喜好放在这件事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但其实我想要说的是，你热爱一个东
西

但你有可能中途会放弃。但如果你坚持,你就会越来越爱这个东西。我的获奖感言就是谢谢所有支持我的

人，我也希望他们看到了我的舞蹈，也能坚持做自己所热爱的东西。不问结果, 回归初心 ，谢谢。

勇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
林苛柔（高二文商礼）
我的表演类型是唱歌，因为本身比较热衷于音乐。而且在疫情期间，这项娱乐活动也是
较安全又能使自己进步的。其实对于不会乐器的人来说，唱歌要找伴奏是有点难度的，尤其
是较冷门的歌曲。制作影片时会担心麦克风的收音不好，影响成品。我觉得这场比赛让我更
勇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当自己受到肯定时，也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在此也感谢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1 2

| 1. 安慰奖：罗宇帆（初二勇）
2. 安慰奖：李芗宸（初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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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线上辩论比赛
采访报道 | 黄冠翔（高一理义）、李玮雯（初三和）

迫于疫情反覆，宿舍自治会已经长期没有举行大型的
竞赛活动。为了充实宿舍生的假期生活，培养宿舍生的表
达能力，并且让宿舍生理解在一件事情中换位思考的重
要性，宿舍自治会分别在6月5日和6月12日，连续两个周
六，举办了线上辩论比赛。
赛制分初赛、半决赛和决赛进行，宿舍生组成多队参
与比赛。最终获胜的队伍分别为冠军的“齉齾龗爩”和亚
军的“Four

Jokers”。此外，“齉齾龗爩”队伍也获得

了最佳人气奖。
从初赛到决赛的辩题，包括：“谎言应不应该被消
灭”、“爱的教育与体罚哪个更重要”、“网络的利与
弊”、“天赋与努力哪个更重要”、“钱是不是万恶之
源”以及“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在比赛的过程中，辩手精彩绝伦的表现，体现出在不
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会有不同的利与弊。在评审点评环
节，林坤贤老师、刘兼阀老师、辩论校队前辩手陈子扬校
友、辩论校队前辩手黄善如校友客观的评价，也让各组的辩手获益匪浅，令人深思。
因为宿舍自治会的同学首次举办线上辩论比赛，相关负责同学在筹备过程中，学习到了领导能力，更从
中获取宝贵的经验，也意识到不足的项目及应改进的方向。

辩论比赛得奖者：
冠军 + 最佳人气奖
齉齾龗爩队伍
郑卓峰（高二文商智）、陈闻喜（高二文商智）、
陈浩政（高二文商勇）、洪禹喆（高二文商勇）、
陈诗琦（初二信）、叶施彤（初三智）

亚军
Four Jokers 队伍
麦嘉倩（初二平）、谭启鋆（初二平）、
谢乐彤（初二廉）、爱莎（初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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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参赛组别的成员。

刺激自己的逻辑思维

开发宿舍生的潜能

麦嘉倩（初二平、亚军得主）

古维凯（高一理义）

听说宿舍要办辩论比赛的时

我觉得对于这次的辩论比赛，

候，我既惊讶又惊喜，所以当朋

我个人是感觉还蛮新鲜的，毕竟宿

友要求我一起参加时，我想都没想

舍以前没有举办过辩论比赛。起初

就答应了。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除了刺激自己

我对这个活动都抱着“得空”的心态才去观赛，感

的逻辑思维，也学到很多关于辩论的技巧，还和朋

觉这个毕竟只是宿舍活动。但是，我在观赛期间，

友们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每天一起上线讨论辩

我就闻到了满满的“火药味”，大家都在为自己的

题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美好的事。我真的很感谢宿舍

胜利而拼搏、奋斗，这也让我反而越发期待宿舍未

举办了这次的活动，让我们在疫情下也能通过这种

来能举办各种不同的活动。我个人觉得宿舍以后可

方式和朋友增进感情，也让我的期末假期变得更加

以继续举办辩论比赛等等的线上活动，这有助于开

充实。虽然最后没有获得冠军，但是我还是获益匪

发宿舍生们的潜力，并且也希望可以越办越好。 谢

浅，也很开心参加了这次的比赛！

谢宿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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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环保设计比赛
采访报道 | 黄蓝昕（高一文商勇）、林慧娟（初二平）、张紫晴（初二廉）

1 2 3

环保设计比赛得奖者：
个人赛：
冠军 ：罗宇帆（初二勇）图1
我校宿舍自治会于6月23日（星期三）举办环保设计
比赛，主题为“机器人”，要求参赛的宿舍生使用回收的

亚军 ：黄玮弘（初一礼）图2
季军 ：陈语嫣（高三文商平）图3

资源，设计出各自的机器人，推广环保的价值，也给予宿
舍生发挥自己想象力的机会。
因为处于居家学习的状态，整个比赛的过程参赛的学

团体赛：
优秀奖 ：谢满、林慧娟（初二平）图4

生都在自己的家中完成，参加比赛的方式分为个人赛及团
体赛。完成作品后，拍照并上传到google drive里。最后
再由评审老师进行线上评分，选出得奖者。评审老师由舍
务处陈国华主任、陈伟宏老师和杨月莲老师组成。
宿舍自治会受访时提到，如今科技越来越发达，可地
球正在面临着生态危机。从各大报纸新闻上能看到“垃
圾”肆意污染着地球。环保，能避免浪费资源，是其中一
种为地球减轻负担的方法。宿舍自治会希望同学们，能学
会节约资源，从减少污染做起，开启绿色人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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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参赛者的用心
陈伟宏师（宿舍环保负责老师）
某天我翻阅报纸的时候，看到某个关于废物利用的报道，就突然起了个念
头，想通过举办环保设计比赛，激发住校生的创作灵感。虽然目前无法体验宿舍
生活，但是希望他们在家也能够发挥创意，把可循环物品或即将被丢弃的物品打
造成独一无二的作品。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设计环保机器人，因为在这个科技发达
的时代，机器人的发明已经是目前全世界的趋势，未来它或许会成为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相信学生会对环保机器人设计感兴趣，并把心目中对环保机器人的崇拜和
渴望都呈现出来，因此就决定举办这次的环保设计比赛。
看了参赛者们呈交的环保设计作品，心里挺开心和感动的。我能够从各位参赛者的作品当中
感受到他们的用心，在应付繁忙的课业之余，还要抽出宝贵的时间找出一些可循环使用的物品去
设计环保机器人。他们都有对各自设计的机器人的独特概念和灵感来源，作品也各有千秋，带出
不一样的特色和韵味。我真心希望各位参赛者能够从这次的环保设计比赛中有所启发，了解设计
环保机器人背后的意义。只要我们发挥创意和巧思，随手丢弃的可循环物品也可以摇身一变，化
作一系列的精湛作品，重新赋予它第二次生命。环保不只是靠喊口号，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我
都能为环保出一份力，今天环保就从你我做起！

珍惜所拥有，不乱扔、不丢弃
陈语嫣（高三文商平）
环保的定义在于保护地球，在用塑料袋或各种东西时，会想一想这些东西最
后会丢弃到什么地方，是否能进行环保分类等。一开始我的确是被得奖奖品吸引
而参加比赛，但在做的过程中发现铝罐、塑料袋等可回收的东西在家堆成山了，
甚至在路上都可以看见这些可回收垃圾，可说是形影不离，也没有人主动去解决
这些可回收的“垃圾”，这些东西也无法自动腐化，就算可以，也要很长一段时
间。我觉得，把可回收物品收集起来，不但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用到这
些东西的人，回收再利用这些本该成为“垃圾”的物品。
好在现在提倡使用环保袋、环保吸管等物品。从这些的比赛中我也从中学会了要保护地球，
且环保很重要，不能在这方面掉以轻心。我们的地球只有一个，现今已经开始污染了，这也代表
着人类在一步步的将地球推往深渊。几十亿年后地球可能会因此毁灭，也可能会回到以前的时
代，那时候的世界没有科技，生活虽然也很艰难，却真正保护了地球；现在的生活虽然情况不太
好，可是给人类的生活节奏大大提升，只要做好环保工作，相信还是可以保护好地球的。
我的作品灵感，都是边做边成型。主体是以铝罐和矿泉水瓶组成的。这两个东西是我们生活
中最常见的可环保物，轻易的就可以得到。有个细节就是矿泉水瓶内，有一个悬挂着的心型卡，
它代表着机器人的心脏，心脏上一半血一半自然图标，意思是我们心中要有大自然，爱护自然，
不污染上天给我们的馈赠。这个机器人双手拿着魔芋爽上的哪吒图片，然后很开心的笑。其实就
是我们每次吃完了零食后，包装就直接丢掉，或者是许多东西我们是一时兴趣就买了，过了一段
时间后就会抛弃扔掉。然而，在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上某些角落，却有着很多无法拥有他们想要的
东西的人，把我们抛弃丢弃的东西当成宝贝一样珍惜。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
乱扔、不乱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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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人一起制作机器人
黄玮弘（初一礼）
环保是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行为，防止
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由于工业发展导致环境
污染的问题过于严重，损害生态环境，部分更达到
无法挽回的地步，触发工业化国家对环境的重视。早在以前，环保
渐渐令大众更重视身边的各种环境问题。环境保护也指人类的各种
举动，包括采取与解决现实和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行动。现代人类开始依
赖科技，甚至能做出千式百样的机器人，这次活动让我们用环保材
料来制作成机器人。不仅能废物利用，你还拥有了个独一无二的机
器人。所以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别让科技的进步、时代的改变，而丢
弃最初、最珍贵的东西。
我学会了使用所收集的环保材料，废物利用制成个机器人。也
和家人一起制作这个机器人，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你们所看到的
机器人。我们要保护环境，不要破坏和污染环境，不要因为科技的
进步使你变成了个懒惰虫。最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制作的过程才是
最开心、最难忘的。多多陪伴自己的家人做些有意义的事，与其在
网络世界里虚度光阴，不如和家人们一起欢声笑语，要记住家人是
不能陪你一辈子的。我的灵感来自于星球大战这部电影系列里的机
器人，我们可以知道星球大战里有很多新奇古怪、可爱、不可枚举
的机器人，如：BB-8、BB-9E、C-3P0、D-0、R2-D2等等。接着，我
发现了很多个机器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灯光，所以我在我的机器
人的眼睛和身体里加了些灯，所谓“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还有
我给我的这个机器人称为“BB-5”，象征着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有
五个人，这个机器人是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制作的。无论再忙再累，
可以一起完成这个机器人也是一件很有意义和成就感的事。
1
2

制作环保机器人提醒防疫SOP

| 1. 作品样板：舍务处杨月莲老师
2. 作品样板：舍务处郑迪珅老师
及陈伟宏老师。

罗宇帆（初二勇）
环保的定义是为大自然和人类福祉，而保护自
然环境的行为。环保对现代社会来说都非常重要，
身为学生的我应该积极响应环保活动。就连这次
东京奥运会的奖牌都是利用民众捐赠的电子设备中的回收金属制作
的，由此可见环保有多么的重要。在制作参赛作品的过程中，我也
明白了生活中有很多的废物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我的灵感是来自这次卷土重来的疫情。新闻报道，马来西亚各
地每日都有一些屡劝不听的人民，因为不遵守SOP而被罚款。制作
这个环保机器人，是希望可时时刻刻提醒我和家人，以及身边的每
一个人一定要戴好口罩，尽量不出门，乖乖呆在家。这样不仅可以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减轻前线人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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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好声音
采访报道 | 谢依伶（初三平），郑宇惠（初三平）

为了发掘宿舍生的音乐才能，并提供宿舍生一
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宿舍自治会于7月3日（星期
六）至28日（星期三）期间，举办了2021年“宿舍
好声音”线上歌唱比赛。
获得个人赛冠军是杨凯琳（高一理爱）、亚军
张凱量（初三廉）及季军黄玮弘（初一礼）。在组
合赛中，则由黄玮弘（初一礼）和黄蓝昕（高一文
商勇）组成的“蓝天里的彩弘”组合获奖。另外，
主办方也通过线上问卷让大众投选出心仪的参赛
者，票数最高的杨凯琳获得最佳人气奖。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众人期盼的“宿舍好声
音”无法如以往实体的方式进行，宿舍自治会将其
转型为线上模式举办。参赛者们则善用各自的设备
录制参赛视频，并透过线上平台缴交参赛作品。此
外，宿舍自治会也邀请我校音乐科的王舒慧老师和
郑理轩老师，以及舍务处陈国华主任担任本次比赛
的评审。经过了评审老师的讨论和评分，最终决定
出个人赛和组合赛的得奖者名单，并给予了各个参
赛者评语以及建议。

| 1.
2.
2
3.
3 4
4.
1

冠军和最佳人气奖：杨凯琳（高一理爱）
亚军：张凱量（初三廉）
季军：黄玮弘（初一礼）
组合奖：蓝天里的彩弘
黄玮弘（ 初一礼）、
黄蓝昕 （高一文商勇）

校园动态

1 2
3 4

| 1.
2.
3.
4.

陈慧玲（初一和）。
陈静（初一礼）。
张雅惠（初二孝）。
郑文宾（初二义）。

继续热爱及喜爱音乐
郑理轩老师（音乐老师）
我认为，本次以线上方式举办的宿舍好声音比赛非常棒，因为学校本身就很
少举办关于音乐类的活动，所以看到有单位愿意去举办关于音乐类的活动是一件
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对于参赛者们，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继续热爱及喜欢音
乐。至于在唱歌方面，我建议参赛者们可以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自己喜欢的歌唱技巧的影
片，通过模仿来学习，并学会用心去聆听每一种不同的声音。只有在听到喜欢和想要的声音时，
才会把自己喜欢的声音唱出来。我认为除了评审老师评分的时间需更多充裕外，其他的比赛制度
和幕后工作都做得相当不错。最后，我也希望以后无论是以线上还是线下的方式进行，“宿舍好
声音”这个比赛都能够继续举办下去。

参赛作品多元且具备特色
王舒慧老师（音乐老师）
往年我都有收到来自宿舍的邀请，可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都很遗憾无法出
席，所以我非常开心今年能再次收到宿舍的邀请，并且担任此次比赛的评审。在
疫情的影响下，宿舍还是坚持以线上的方式进行比赛，并且让同学们参与其中，
这是非常好的。同时，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在于，虽然受到疫情的阻挡无法在实体上举行比赛，
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出每一位参赛者都很投入地准备各自的参赛歌曲，并且认真地剪辑参赛视频。
每一个参赛视频都很多元化且别具特色，这也让我为之惊叹。此外，我也建议参赛者们在录制过
程中，可以多加注意整体的呈现效果，例如服装、背景和拍摄角度等问题。不过从中我还是可以
看到参赛者们对歌唱的热忱和喜爱，这让身为音乐老师的我非常感动，也希望同学们能继续保持
这份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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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丑竟是我们组合：潘美瑄 （高一文商和）
、谢蓉（高一文商和）、李珮蓉 高一理义、
陈立亭（高一理信）。
2. 廖子昱（初一和）。
3. 林泐譞（初二平）。
4. 宋祈諹（初二孝）

挑战自我，训练胆识
陈慧玲（初二智）
我本身就喜欢唱歌，也认为这场比赛是个可以挑战自我并且训练胆量的机
会。虽然我曾代表小学参加歌唱比赛，但是这次的线上歌唱比赛对我来说是个全
新的挑战和尝试。除了在视频剪辑方面不太熟悉，我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来录
制视频，导致视频存有杂音并使我难以融入自己的情感。我认为“宿舍好声音”这个平台也让我
增加不少比赛经验。对于此次评审老师的评分赛制也相当满意。

有了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杨凯琳（高一理爱，冠军）
往年的宿舍好声音我都会积极地参与，所以今年也不想错过这次的比赛。我
最终选择了《样young》为参赛歌曲，是因为这首歌完全表达了我现在的心境，
里面有句歌词说道：“我怎么变这样？”我认为，我们都会随着时间和环境而发
生变化，长大后的我们可能不会成为理想中的模样，所以这让我感同身受。这也是我第一次以线
上的方式参加宿舍好声音，在录制视频的方面也遇到了一些难题，但是这也让我学到了许多新的
知识。此外，我也很开心可以通过这次比赛获得了许多人的喜欢和欣赏。这让我在唱歌的方面有
了更大的勇气和信心。明年若是还有机会参加，我依然会好好把握参赛的机会。

兴华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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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教研组“师师观摩教学”

教学法与心得交流
报道 | 谢祉毅老师

| 黄慧洁老师

| 林蓁巸老师

| 谢国君老师

| 萧玮琳老师

| 庄丽琴老师

| 陈丽丽老师

| 林雁冰老师

我校数学科教研组于7月31日（星期
六），通过线上网络平台举办了组内“

数学老师分享的教学主题：

师师教学观摩”活动。当天，共有7位数
学老师进行20分钟的微观教学，分享各

初一

因数与倍数（黃慧洁老师）

自的教学法与教学心得。在科组长的主

初二

交叉相乘法因式分解（林蓁巸老师）

初三

同底数幂的除法的教学反思（谢国君老师）

高一文商

有理方程式（萧玮琳老师）

高一理

抽象函数的定义域（庄丽琴老师）

高三文商

从函数的表示法看函数（陈丽丽老师）

持下，所有的数学老师老师在4个小时的
教学观摩中积极交流，也针对分享老师
的教学内容或方式进行讨论与建议。
“师师观摩教学”活动为各级的数
学老师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教师们
教学上的交流也有助于提升组内老师的
教学质量。其中，科组长林雁冰老师分

介绍教学工具：

equatIO（林雁冰老师）

享了equatIO数学教学工具。线上教学
对于以解题为主，需要书写大量符号特
殊的数学课而言，是严峻的挑战。林老
师认为，equatIO软件可以通过书写的方

开拓对数学课教学的想象

式写出数学式子后，转换成电子数学式

陈敬谦（新晋数学老师）

子，是数学老师的好帮手。此工具支援
Google和Microsoft的档案，为数学老师
线上出题与备课提供了方便。

作为刚入职兴华数学组的老师，这场“师
师观摩”开拓了我对于数学课教学的想象，从
中收获匪浅。“师师观摩”不仅展现各级数

数学科研组的老师们群策群力，

学老师在课堂上的教学风采，也充分体现了如何在网课期间增

让“师师观摩教学”顺利进行，大家相

加师生互动的教学方法。除此之外，限于组内老师如今无法返

聚线上，脑力激荡，在教学的路上相互

校，这场观摩也为老师之间分享教学心得提供了一个平台。我

扶持与成长。本次“师师观摩教学”的

觉得，师师观摩的教学亦是将老师置换到“学生”视角上参与

分享老师有黃慧洁师、林蓁巸师、谢国

课堂的一种特殊体验，从中更能意识到自身在教学中的长处或

君师、萧玮琳师、庄丽琴师、陈丽丽师

短板。参与此次观摩之后，我也能更好地规划自己接下来的教

和林雁冰师。

学工作，以期提供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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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成长工坊——夏末专场
分享与指导使用教学小工具 KAMI 及 QUIZIZZ
报道 | 陈敬谦老师
我校教务处于 8 月 14 日及 21 日（星期六），分别举办了两场“教师专
业成长工坊——夏末专场”的线上培训活动，吸引了 120 名教师参与。首场
活动由黄晓云老师分享及指导使用互动性教学工具 QUIZIZZ，而李庆福老师
则在第二场活动为大家介绍线上批改工具 KAMI。

| 黄晓云老师

夏末专场一：QUIZIZZ 的应用
黄晓云老师于活动当天带领约70名老师，现场实操QUIZIZZ工具的注册及运
用。黄老师也通过一个“看图猜成语”的小测验，让所有老师可以在参与作答，以
便更熟悉QUIZIZZ测验的互动性体验。随后，所有老师也在主讲老师的指导下，进
一步认识QUIZIZZ工具的各项功能，包括测验及练习的创建、习题的存档及分类、
学生成绩的导出及统计等。

| 李庆福老师

黄老师也表示，QUIZIZZ的多元化功能，如数学公式的导入、多媒体素材的嵌
入以及答题计时的调节，基本上亦能满足各科在测验及练习上的具体需求。此外，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建议道，QUIZIZZ测验即时反馈成绩的特点，也适用于课
堂总结的小测，对学生在学习新知识点上有更好的掌握。
在活动结束前，许副校长提及“学习”是一种“逆龄”的过程，希望透过教师
成长工作坊能让老师们在“学习”中重新体验，进而更了解互动性教学的重要。

QUIZIZZ特点：
● 连接速度快，在断网环境下依然能
保留作答结果；
● 使用方便，学生无需注册，即可参
与互动式测验及练习；
● 教学实用性强，可制作随堂测验、
拓展练习等；

● 娱乐效果好，作答界面具有游戏效
果，可刺激学习动力；
● 题库类型丰富，教师用户可在平台
中获取不同科目的共享题库，让教
学资源多元化。

兴华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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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末专场二：线上批改工具 KAMI

“KAMI”在马来语中恰巧有表示“我们”（kami）的意思，因此许副校长也一语双关地说道：“Kita
bersama belajar KAMI”（让我们学习KAMI），作为此次活动的开场白，亦冀老师们在教学上也体现“大
合作”的互助环境。
李庆福老师作为该场活动的指导老师，向大家完整地介绍了KAMI批改工具的主要功能。除了一般以“
红笔”批改作业的方式之外，KAMI也提供了文字、图片、录音的嵌入功能，让作业的批改及点评更多元
化。李老师也介绍道，通过KAMI批改的作业，可以直接显现在Google Classroom 作业的原版文件上，因
而无需再导出新的文件，减轻教师在批改工作上的负担。此外，他也建议KAMI工具结合手写板、绘图板或
触屏电脑使用，更能够发挥这款批改工具的最大效用及便利。

KAMI特点：
● 与Google Classroom无缝衔接，自动
保存作业批注；
● 提供多元化的批改工具，如书写、文
字、图片、录音等功能；
● 电子版文件亦可手写批改，减少不必
要的文件打印。

QUIZIZZ及KAMI两款教学工具皆免费开放给教育工作者使用其基础功
能。KAMI批改工具还进一步开放给首次注册的使用者免费解锁全部功能的权限，为
期90天。许副校长在两场活动结束后也表示，如果教师们将来在这两款教学工具的
使用需求上有所增加，校方亦会考虑购买付费版，以满足老师们的教学需求。若有
意观看这两场“教师专业成长工坊——夏末专场”的录播视频，我校教师可到 “兴
华中学网上教学资源与工具分享平台”或扫描一下QR码获得更多相关资讯。

| 专场一（左图）及专场二的分享老师及参与老师合影。

48

课堂风景线

初二华文《榴槤送飯》延伸活动之

擺攤囉！創意榴槤產品

供稿 | 陈妙智老师

曾听言：“没品尝过榴梿的就不是大马
人。”或许你吃过榴梿，但可曾试过“榴梿
送饭”？国庆日将至，初二华文课亦应节安
排进行新主题“拥抱多元”的课文教学，以
林金城的《榴梿送饭》一文进行趣味的延伸
教学活动。
美食专栏作家林金城笔下的《榴梿送
饭》，甚是生动有趣！“送饭”是东莞话，
作者外婆的家乡话，意思是“配饭吃”。他
借着回忆一段与外婆的祖孙情，分享榴梿的
各种吃法，从而看出，早期迁移到南洋的老
一辈华人都对之爱不释“口”。可惜现代很
多年轻人，不知榴梿的魅力。
其实，榴梿市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
国致力于发展榴梿经济，如推广榴梿旅游
团、出口冷冻榴梿等等。再加上榴梿还可以
制作成许多产品，如榴梿糕、榴梿月饼、榴
梿咖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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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设计一项《榴梿送饭》的延伸活
动：“创造”榴梿新产品，邀请初二孝和初
二平两班学生参与，尽情发挥想象力。
该活动的进行方式为，在一个google
slide上，根据座号一人一页，自由设计一份
海报，推销榴莲产品，页面内容包括榴梿产
品之名、价格及推销文。最后，让同学们到
每一“家”榴梿商品摊位（每一页slide）光
顾，并投票选出最有人气的商品。
学生们的作品可谓百花齐放，各种与榴
梿有关的产品都可被“发明”出来。有的学
生的呈现很有趣，且有很多创意的点子和描
述；有的不欣赏榴梿滋味的学生很坦诚地说“
不敢想象”这些被发明出来的榴梿组合。
此次延伸活动主要训练学生以其推销
文，通过嗅觉、味觉、触觉等五感描写方
式，介绍产品的口感等等，吸引顾客购买。

